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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第二十三届软博会在北京开幕
6 月 28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9 第二十三
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以下简称 软博会 )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本届软博会以 融
合网络世界 驱动数字未来 为主题，充分展现软件在加速各行业领域的融合创新
和转型升级的核心支撑作用。
本届软博会共设置了七大展区，展出面积 2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共计 328 家，
我省多家行业骨干企业参加了此次展会。阿里云、天宽科技、和利时、中移杭研、
东信北邮、深大智能、谐云科技等多家杭州企业参展，充分展示了我省在云计算、
工业控制、移动通信、智慧旅游等特色领域的技术优势和成果；宁波以 甬创软
件名城 赋能数字未来 为主题参展，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的优
秀产品和解决方案。

宁波创建软件名城细则发布
6 月 24 日，宁波发布创建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路径图。按照计划，宁波市将通过政策支持，加大对宁波软件
产业园的支持与招商引资力度，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创新发展。
宁波市经信局负责人称：宁波市对非嵌入式软件企业年度软件业务收入新达
到 5000 万元、1 亿元、2 亿元的，嵌入式软件企业、系统集成企业和信息服务业
企业年度软件业务收入新达到 1 亿元、2 亿元、5 亿元的，分别给予一次性最高
100 万元、200 万元、300 万元奖励。重点区域方面，宁波市将聚焦打造 甬江软
件谷、智慧互联湾 ，推动资源要素优先向宁波软件园集聚，通过加快引进一批
高端创新机构、创新企业、创新人才，全面增强宁波软件园的产业集中度、核心
带动力，使之成为中国软件产业的战略高地。宁波市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以来，该行业的发展增速已连续 10 余年保持 2 位数的增长。今年一季度，宁波
市软件业务收入 157.1 亿元，同比增速 22.3%，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7.9 个百分点。

产业动态
201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发布会暨推动开源软件
社区发展高峰论坛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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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201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发布会暨推动开
源软件社区发展高峰论坛，在 2019 年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期间开幕。工业和信
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会长王旭东等出席并致辞。
2018 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 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工业企业数字化研
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增至 68.6%和 48.5%，重点行业骨干
企业 双创 平台普及率超过 80%。
王新哲表示，将紧紧围绕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
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重点抓
好以下工作：一是全面提高创新发展能力；二是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业态；三是深
入推进应用创新和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提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五是大力优化
产业发展环境。
我省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均胜电子、大华股份、中控科技、恒生电子、银
江股份、新华三、网新科技 9 家企业入围百强名单，企业数量较 2018 年增加 1
家，涵盖互联网、安防监控、工业控制、金融科技、智慧交通等不同领域，其中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以第 2 名的成绩作为新晋企业强势入榜，宁波均胜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也首次入围榜单。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布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2019 年 2 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一下简称委员会）成立，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6 月 17 日，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

能》（以下简称治理原则），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治理原
则》突出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这一主题，强调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
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等八条原则。该原则
广泛适用于人工智能研发者、使用者、受用者以及相关的治理组织、政府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四家企业颁发 5G 牌照
依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申请，工业和信息化部经履行法定程
序，于 6 月 6 日向四家企业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四家企业经营
“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同志出席颁证会并颁发许可证。他强调，各企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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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和业务为导向，积极推进 5G 融合应用和创新发展，聚焦工业互联网、物
联网、车联网等领域，为更多的垂直行业赋能赋智，促进各行各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发展。
相对于 4G 网络来说，5G 网络具有大连接、高速率、低延时的效果，5G 网
络的传输速率是 4G 网络的 10 倍，最高可达 10Gbps，凭借着 5G 网络的速度优势，
流传输和云计算将在 VR/AR 行业发挥出巨大优势，将带来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质的飞跃。

企业天地
我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海康威视发布《网络安全白皮书》和
《产品安全白皮书》
近日，我协会副理事单位海康威视发布了 2019《网络安全白皮书》，持续更
新和强化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并重申致力于维护客户和用
户安全利益的承诺。同时，海康威视还首次发布了《产品安全白皮书》，对影响
物联网设备安全的风险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参考意见，
以响应广大终端用户的实际需求。
2019《网络安全白皮书》分别从物联网安全威胁、安防产业网络安全、产
品安全生命周期、供应链安全、安全合规、产品安全研究等方面，阐述了当前安
防行业的网络安全现状、挑战和业界实践。首次发布的《产品安全白皮书》——
从终端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网络安全、隐私保护、安全合规等方面提供
充分保障，打造全方位的产品安全架构，在工业 4.0、智慧城市等创新需求所带
来的多种应用场景中，确保产品安全性和风险防范能力。

我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宇视科技位列全球视频监控设备市场第 4 位
市场研究机构 IHS Markit 发布《2019 全球视频监控信息服务报告》，以 2018
年的业绩计算，宇视科技（uniview）位列全球视频监控设备市场第 4 位，市场份
额 3.2%。
近年来，全球视频监控企业 TOP10 排位趋于固化，唯一连续五年正向变动
的是宇视，陆续超越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企业，较 2014 年第 12 位、2015
年第 8 位、2016 年第 7 位、2017 年第 6 位持续提升；中国市场方面，宇视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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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第 3 位。
全球 TOP15 厂商的市场总份额为 65.1%，2018 年较 2017 年继续向主流设备
商集中，宇视全球营收取得了 31.3%的同比增长，国际市场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虽然投资放缓，但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生产和销售市场，宇视在
中国市场占有率 5.5%，具体情况为：在网络摄像机（Network Security Cameras）
市场，宇视以 5.3%位居第三；在后端设备（Encoder, Recorders and VMS）市场，
宇视以 7.5%位居第三；在基于 Linux 系统的箱体式存储设备（NVR/DVR，及混
合式箱体存储设备）市场，宇视以 10.7%位居第三。

政策资讯
关于做好 2019 年度职称改革工作的通知
近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度职称改革工作的通
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一开展 2019 年度高级职称评审工作；二推进重点领域
职称评审改革；三是对继续教育、高评委、自主聘请高评委、职称确认、评审材
料提出相关要求。通知详情请见人社厅网站：
http://www.zjhrss.gov.cn/art/2019/6/18/art_1392230_10391.html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度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的通知
按照《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
规〔2016〕212 号）和《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管理办法》
（工信部规〔2017〕
1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组织开展 2019 年度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申报工作。此次示范基地申报分两个系列，即规模效益突
出的优势产业示范基地和专业化细分领域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示范基地。本年度
申报领域主要包括：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产业、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以及新兴产业领域。本次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
通知详情请见工信部网站：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017135/content.ht
ml

关于印发《浙江省“城市大脑”建设应用行动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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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决策部署，稳步有
序推进我省“城市大脑”建设应用工作，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浙江省“城市大脑”建设应用行动方案》。
该方案的基本原则是集约建设，深度整合；政府引导、创新驱动；以人为本，
应用主导；产业支撑、安全可控。该方案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城市大脑”通用平
台建设、加强“城市大脑”三大支撑体系建设、基于“城市大脑”通用平台的重
点应用。通知详情请见省经信厅网站：
http://www.zjjxw.gov.cn/art/2019/6/12/art_1097558_6341.html

热点追踪
浙江首个 5G 智慧产业园区在余姚正式运行
2019 年 6 月 18 日，我省第一个基于 5G 架构的智慧产业园区在余姚正式运
行，标志着该产业园区已经具备 5G 智慧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
根据规划，5G 智慧产业园区对园区智能平台、多元应用系统完成 5G 智慧平
台搭建及日常智能化应用部署，并进一步推进以 5G 应用为主导的无人车、无人
机等体验测试的新型基地部署。据了解，中国云城是余姚发展智慧经济的重要项
目，也是宁波 5G 商用首批区域。5G 作为中国云城河姆渡创新产业园首个投入使
用的重点产业配套设施，实现以云产业为导向进一步带动中国云城的整体运营，
同时以人工智能（AI）+城市运营为模式推动园区大数据产业发展。

李克强在杭州出席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并发表重要讲话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浙江杭州出席 2019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质是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动亿
万市场主体积极性和社会创造活力，更大限度激发每个人的潜能潜质。“双创”
有力支撑着就业。就业是最大民生，“双创”为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年轻
人打开了广阔就业空间，有利于促进比较充分的就业，让每个家庭有安身立命之
本。“双创”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必须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

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2019 年工作计划》
6 月 25 日，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2019 年工作计划》，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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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完成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的组建；建设 5 个以上企业内网络技术验证应
用测试床和 10 个企业标杆网络；进一步加快 5G 工业互联网频率使用规划研究，
提出 5G 系统部分毫米波频段频率使用规划，研究制定工业互联网频率使用指导
意见；加强军工工业互联网发展顶层设计，研究制定《数字军工行动计划》；推
动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应用；推动百万工业企业上云等具体举措。

工作动态
“提升研发交付效能”专题研讨活动成功举行
6 月 5 日，由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项目经理专委会主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承办的“提升研发交付效能”专题研讨活动暨 2019 省软协项目经理专委会
第二季度活动在恒生大厦成功举行，来自思科、诺基亚、网易等 60 余家企业的
80 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由恒生电子 PMO 刘峰主持。恒生电子产品技术管理部总经理姚钧、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小号致开幕词。网易敏捷教练/工程效能负责人于旭
东、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张燎原、恒生电子产品技术管理部总经理姚钧分别根
据各自的实战经验分享了对“提升研发交付效能”的见解。在互动交流环节中，
各参会代表纷纷表达了自己对“提升研发交付效能”的看法和理解，交流各自的
经验。各位老师详细解答了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现场技术研讨气氛浓厚。

2019AWSome Day（杭州站）成功举办
6 月 11 日，2019AWSome Day（杭州站）在杭州绿城尊蓝钱江豪华精选酒店
隆重召开。AWSome Day 进入中国已有六年时间，是 AWS 在全球各大城市巡回
举办的重要活动。我协会作为杭州站活动的官方报名渠道之一，组织了网易、创
业慧康、华云信息等众多企业的 120 余位相关技术人员参加。
活动邀请了 AWS 首席云计算技术顾问费良宏、AWS 高级技术讲师黄涛、
AWS
高级技术讲师李锦鸿、AWS 资深解决方案架构师吴鹏程、杭州笔声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CEO 兼创始人张明为大家分享 AWS 创建新 IT 架构和应用、AWS 基础服
务、AWS 安全服务、AWS 数据库和大数据服务、AWS 管理工具等等核心内容及
经典案例分享。本次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是一场结合教育与技术新知的云计算研
讨会，来自通信、信息安全、互联网等领域的 400 余位技术人才济济一堂，主题
演讲干活满满，参会企业受益匪浅，为我省软件企业带来行业新技术以及发展新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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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软评估
6 月“双软评估”统计
根据《软件企业评估标准》
（T/SIA002 2017）、
《软件产品评估标准》
（T/SIA003
2017），经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评估，2019 年 6 月共评估软件企业 164 家，软件
产品 104 件。
软件企业
项目

所属地区

软件产品

6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6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杭州

148

340

93

1149

温州

3

8

3

38

嘉兴

3

10

2

51

湖州

3

4

1

13

绍兴

1

1

1

24

“双软评

衢州

0

0

1

6

估”统计

金华

2

6

1

31

丽水

1

2

0

21

台州

2

4

0

11

舟山

1

1

0

3

宁波

0

0

2

8

合计

164

376

104

1355

报：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厅、
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送：各市信息主管部门、省软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编辑部地址：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件园科技大厦 A408
邮编：310012 电话：0571-89719267
E-mail:zsiacyyj@163.com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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